
至 2020 年，超过 2000 亿台设备将连接

至互联网，同时在物联网（IoT）中实现彼

此间的互联1。连接能力是发挥物联网优势

的关键，这是由于物联网能够从互联设备提供的数

据中获取洞察。

当前仍然有大量传统设备未实现连接、托管或受到

保护。这使许多有用的数据闲置于大量设备之中，

如 HVAC 组件、自动售货机等。因此，解决传统系

统的互操作性势在必行，以便将所有现有基础设施

替换为下一代能够安全联网的设备时，避免产生巨

额的费用。

如今的工业设备和其他系统通常会采用旨在实现互

联，并能够分享数据的设计。面向物联网（IoT）的

英特尔® 网关解决方案是多种平台组成的产品家族，

支持客户无缝互联工业基础设施设备，并保护设备

与云之间的数据流。面向物联网的英特尔® 网关解决

方案支持客户安全汇聚、共享和过滤数据，以供分

析。这有助于企业确保设备和系统产生的关联数据

可以安全地在云和边缘之间传输，而无需替换现有

的基础设施。之前隐藏的数据也能够得以使用，这

对于众多企业和组织来说具有重大价值：

• 建设维护人员等操作人员能够跟踪多种系统的实时

运行情况，并根据每日特定时间和工作类型等参数

对系统进行优化。

• 管理人员，如财产所有者和企业经理，能够关联全

部资产的数据，并分析和优化系统运营的成本。

• 制造商和服务机构能够分析系统的实时和趋势化数

据，从而优化系统，实现更高的能效、性能、运营

周期等。

• 政府和研究人员能够对看似不同却实际相关的系统

数据执行更大型的分析，从而关联这些系统彼此间

的影响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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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物联网（IoT）的英特尔® 网关 

解决方案

面向物联网的英特尔网关解决方案为企业

提供重要的构建模块，支持传统工业设备

和下一代智能基础设施与物联网连接。它

集成了支持面向特定应用软件的多种技术

和协议，支持网络、嵌入式控制、企业级

安全性和便捷的可管理性。

面向物联网的英特尔网关解决方案支持：

• 向上与云和企业连接。

• 向下与传感器和现有的嵌入在系统内的

控制器连接。

• 预处理过滤选择的数据，以供交付。

• 本地决策制定，支持与传统系统轻松

互联。

• 硬件信任根、数据加密和软件锁定，以

保障安全。

• 本地计算支持设备内分析。

完整的集成和预先验证解决方案

面向物联网的英特尔网关解决方案提供业

经验证的解决方案 — 在业内领先软件经

过预先验证 — 提供应用就绪型平台。本

解决方案包括：

• 面向多种开发套件的英特尔® 处理器：

英特尔® Quark™ SoC X1000、英特尔® 

Quark™ SoC X1020D 和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E3826

• Wind River* 智能设备平台 XT 开发环境

• 迈克菲嵌入式控制* 安全技术

面向物联网的英特尔网关解决方案构建于

开放的基础设施之上，确保系统间的互操

作性，支持广泛的应用开发以及轻松的服

务部署。集成和验证的组件实现最大限度

的灵活性和快速的应用开发和部署。

互联网

网关

大数据

网关

传感器中枢 传感器中枢

工业能源交通

图 1. 研究大量使用案例。

图 2.4 面向物联网软件堆栈的英特尔® 网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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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无缝和安全的数据流

开放式预先验证解决方案

互连、托管和保护 SW 堆栈

托管生态系统应用和服务

面向物联网的英特尔® 网关解决方案

Wind River* 智能设备平台XT

连接性、可管理性和安全性是物联网的核

心构建模块。智能设备平台 XT 提供集成、

预先验证的软件堆栈，一系列硬件组件的

驱动程序、库和工具，从而支持这些核心

服务。本软件具备出色的灵活性，支持开

发人员快速构建企业级智能系统，以满足

多种应用的需求。智能设备平台 XT 支持以

下功能：

• 可管理性 — 智能设备平台 XT 支持长

期、安全的远程可管理性，从而简化远

程设备的部署、维护和管理。本软件支

持行业标准接口，包括开放管理联盟设

备管理（OMA DM），技术报告 069

（TR-069）和基于 Web 的配置接口。

• 通信和连接性 — 为实现最广泛的通信技

术的连接性，智能设备平台 XT 同时支

持无线和有线链接。本软件包括面向多

种硬件厂商产品和软件的驱动程序，支

持蜂窝 2G/3G/4G、蓝牙*、串行、USB 

和虚拟专用技术网络 （VPN）、Wi-Fi* 

接入点、MQ 遥测传输（MQTT）消息

传输协议和 ZigBee*2。

• 安全性 — 智能设备平台 XT 强力支持安

全图像、安全数据和安全管理 — 保护

从启动到运行和管理阶段的设备和数

据。3 本软件支持全面的设备保护，从

硬件信任根到启动和软件加载，提供一

系列协议和服务，包括安全启动，迈克

菲嵌入式控制白名单、和安全存储等。

• 运行环境 — 智能设备平台 XT 支持写入

多种环境的应用，包括 Lua*、Java* 和 

OSGi*，支持便携式、可扩展和可重复

使用的应用开发，满足基于面向物联网

平台的英特尔网关解决方案的需求。

智能设备平台 XT 为智能系统解决方案的

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解决方案使用

业经验证的软件堆栈，并基于行业标准而

构建。

迈克菲嵌入式控制

与面向物联网平台的英特尔网关解决方案

集成，迈克菲嵌入式控制仅支持授权代码

运行（应用白名单）和授权变更（变更控

制），从而有效确保系统的完整性。它同

时保护嵌入式系统的完整性，并自动执行

软件变更控制政策。

应用白名单

本软件可在平台上自动创建许可代码的动

态白名单。白名单一旦创建和启用，系统

就会锁定在已知活动范围内。授权集之外

的程序或代码均无法运行，且不能进行未

授权的更改。迈克菲嵌入式控制在内核层

面保护应用和相关二进制代码 — 保护硬盘

或内存中的文件，防止恶意软件和零日攻

击漏洞，最大限度降低修复环境的需求。

变更控制

迈克菲嵌入式控制仅支持基于政策的授权

变更。软件监控文档，并阻止意外的变

更，同时记录任何尝试。它通过自动、持

续的审计数据集合，提供完整的可视性和

问责机制。采用由迈克菲嵌入式控制收集

的数据，您可以验证关键系统文件、目

录、或注册表未发生变更，然后将这些文

件向监管部门汇报，以满足合规要求。

拥有无限潜能，满足行业和企业的各

种需求

旨在实现边缘设备与云的安全连接，面向

物联网的英特尔网关解决方案是打造自动



化、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城市基础设施等众

多应用的理想选择。通过捕捉和分析全新

来源数据，为管理、服务企业、产品制造

商和它们的生态系统提供全新机遇，加速

业务创新，了解现有产品的表现与使用，

并为设计面向市场的全新产品奠定基础。

面向物联网的英特尔网关解决方案

主要优势

• 提供集成、预先验证和灵活的开放式计

算网关平台，包括基础硬件、软件和安

全性构建模块，支持快速开发和部署解

决方案。

• 支持打造可扩展的解决方案，具备标准

接口，可安全地从边缘向云连接和汇总

数据。

• 支持在计算、通信、可管理性和安全性方

面利用业经验证的技 术进行业务创新。

DK50 系列 DK100 系列 DK200 系列 DK300 系列

目标市场 开发人员、发烧友 工业、能源 交通运输 工业、能源和交通运输

片上系统 英特尔® Quark™ SoC X1000 英特尔® Quark™ SoC X1020D
英特尔 Quark SoC 
X1020D 

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E3826

软件

非生产，6 个月的 SW 许可， 
包括 Wind River Linux*  
（主机）、Wind River* 智
能设备平台 XT、Wind River 
Workbench、迈克菲嵌入式
控制

Wind River Linux（主机）、Wind River 智能设备平台 XT、Wind River Workbench、
迈克菲嵌入式控制 

安全性3
Open SSL* 库、迈克菲嵌入
式控制

Open SSL 库、SRM 签名工具、证书管理、安全启动、应用完整性监控、应用资源控
制、安全包管理、加密存储、迈克菲嵌入式控制

可管理性和供应 OMA DM、TR-069、基于 Web 的配置接口

通信和连接性 串行、USB、VPN、MQTT
蓝牙*、串行、USB、VPN、Wi-Fi* 接入
点、MQTT、ZigBee*2

蜂窝 2G/3G/4G、蓝牙、串

行、USB、VPN、Wi-Fi 接入

点、MQTT、ZigBee

运行时环境 Java*、OSGi* Lua*、Java 和 OSGi

I/O

以太网* 10/100、USB 2.0 
主机与设备、RS-232、全 
PCIe* mini 卡插槽、UART 
5V/3.3V、SPI for Arduino 
shield、I2C、14 个数字 I/O 
引脚、12 位 8 通道 ADC

2 个以太网 10/100 端口、 
USB 2.0 主机与设备、 
RS-232、RS-485、 
ZigBee2、Wi-Fi/ 蓝牙 mini 
PCIe Module、 
3G（数据）、SPI（内部）、 
12 位 8 通道 ADC 

2 个以太网 10/100 端
口、USB 2.0 主机与设
备、RS-232、音频输入
线/输出线、CAN*、 
Wi- Fi/蓝牙 mini PCIe 
Module、3G（数据和
语音）、三轴加速传感
器（内部）、12 位 8 通
道 ADC、ZigBee

2 个以太网 10/100/1000 端
口、2 个 USB 2.0 端口、 
1 个 USB 3.0 端口、RS-232/ 
422/485、输入线/输出线、 
Wi-Fi/蓝牙 mini PCIe 
Module、蜂窝 WAN mini 
PCIe module、ZigBee2、 
HDMI 

内存和存储
512KB SRAM； 
256MB DDR3、 
板载 microSD 卡

512KB SRAM； 
1 GB ECC DDR3、 
板载 microSD 卡

512KB SRAM； 
512MB ECC DDR3、 
板载 microSD 卡

高达 8 GB DDR3、 
2.5” 固态盘通过板载 SATA

图 3.4

1. 英特尔预测。
2. 由第三方硬件支持。
3. 没有计算机系统能够提供绝对的安全性。此项技术需要向合格的服务提供商订购此项技术服务并安装有兼容的芯片组、固件和软件（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因此导致的数据和/或系统的丢失或被

盗或任何其它损失，英特尔将不负任何责任。关于上市时间及功能的问题，请咨询您的系统或服务提供商。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intel.com/go/anti-theft。详情请咨询您的系
统制造商和/或软件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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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业务应用” 是指当英特尔产品发生故障时，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人员伤害或死亡的应用。如果您针对此类关键业务应用购买或使用英特尔产品，您应当对英特尔进行赔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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